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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菜心营养品质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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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不同菜心品种的营养品质差异，为菜心的加工利用及新品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集23

个菜心品种的主薹，测定其维生素C（Vc）、还原糖、粗蛋白、粗纤维和干物质含量等营养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PCA）

和聚类分析（CA）判定其营养品质差异。【结果】在23个菜心品种中，四九菜心-19的Vc含量最高，约为油绿702的1.80

倍；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的还原糖含量最高，约为油绿701的3.00倍；四九菜心-19的粗蛋白含量最高，约为油绿802的

1.60倍；油绿802的粗纤维含量最高，M120油青甜菜心王次之；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的干物质含量最高。主成分分析

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PC1）主要综合还原糖和粗纤维含量的信息即甜度因子，第二主成分（PC2）主要综合Vc含量

的信息即酸度因子；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连州菜心、超靓王100天油青甜菜心、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和名优

408超冠甜菜心王分布在PC1和PC2正向区间，还原糖和酸含量高，风味比其他品种浓。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可将23个

菜心品种分为Ⅳ类，其中，四九菜心-19自成Ⅰ类，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聚为Ⅱ类，油绿802聚为Ⅲ类，其余品种聚为Ⅳ
类，与主成分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结论】基于主成分分析可判定23个菜心品种的营养品质差异，生产上可根据菜心的

不同营养品质和功能进行加工利用，或将这些差异作为品种选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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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nutritional quality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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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nutritional quality of different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var. utilis Tsen et Le）varieti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cessing，utilization and breeding new varietie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Method】In this study，23 varie-

tie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s flower moss were collected. And nutritional quality parameters，such as vitamin C

（Vc），reducing sugar，coarse fibre，crude protein，dry matter were analyzed. Nutritional quality of different varieties were

investigat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and cluster analysis（CA）.【Result】Among the 23 varieties，Sijiu-19

had the highest content of Vc，which was about 1.80 times as that of Youlyu 702；the highest content of dry matter and re-

ducing sugar were found in Zengcheng No.1，whose reducing sugar content was about 3.00 times as that of Youlyu 701；Si-

jiu-19 had the highest content of crude protein，which was about 1.60 times as that of Youlyu 802；however，Youlyu 802

and M120 youqing had the highest content of coarse fibre. Zengcheng No. 1 had the highest content of dry matter.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PC1）was related to reducing sugar and coarse fibre，which were defined as sweetness quality

factor. The second principal component（PC2）was related to Vc content，which was defined as acid factor. Varieties of

Zengcheng No.1，Lianzhou，Chaoliangwang 100 days Youqing，Yanxuanteliang A50 Youlyu and Mingyou 408 Chaoguan

were located on first quadrant of the plot for PC1 and PC2. They had better quality with high content of reducing sugar and

Vc，and had stronger taste than others. Cluster analysis（CA）classified the 23 varieties into Ⅳ groups，which was almost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PCA. In all the varieties，Sijiu-19 clustered into group Ⅰ，Zengcheng No.1 clustered into

group Ⅱ，and Youlyu 802 clustered into group Ⅲ，the rest clustered into group Ⅳ.【Conclusion】The evaluation of nu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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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菜心（Brassica campestris L. ssp.

chinensis var. utilis Tsen et Le）是十字花科芸薹属芸

薹种白菜亚种的一个变种，以花薹为主要产品，是华

南地区的主栽蔬菜品种，可进行周年生产供应，具有

芸薹属的特殊清香，品质脆嫩，营养丰富，既适合内

销，又可出口创汇（张华和刘自珠，2010）。随着科技

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蔬菜的色、香、味、形态

和营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市售菜心品种繁多，

形态多样，且不同品种间营养品质参差不齐。因此，

分析不同品种菜心的营养品质差异，对菜心的加工

利用和新品种选育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

已有研究表明，每百克菜心含能量 89 kJ、水分

93.5%、灰分1.10 g、粗纤维0.91 g、粗蛋白2.15 g、粗脂

肪0.69 g、碳水化合物1.65 g和维生素C（Vc）52.16

mg，是人们理想的能量和膳食纤维来源（耿安静等，

2012）。欧壮喆等（2008）以调查和专家打分形式评

比24个菜心品种的品质，结果表明，特级油绿甜菜

心、佰顺2号早菜心和科田70天菜心的综合性状较

佳，适宜在广州地区推广种植。杜志炜等（2009）研

究8个早熟菜心品种的植物学性状、产量和商品性，

结果表明，油绿粗薹四九菜心的综合表现最好，可作

为优质出口和本地销售品种。宋世威等（2011）采用

系统聚类法对41个菜心品种的形态、产量和品质性

状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各品种在熟性和品质等方面

差异明显，提出在生产中需根据销售目标选择适宜

品种的建议。佘旭东等（2014）研究早熟菜心种质的

夏秋季表型性状，发现夏季表型性状的变异程度明

显大于秋季；夏、秋季菜心各聚为三类；振兴甜菜心、

早熟粗条油青甜菜心和矮脚45天菜心可初步筛选为

早熟耐热种质材料。苏蔚等（2014）研究菜心产品器

官主要营养成分和硝酸盐的分配规律，发现整株匀

浆法与分器官加权求和法获得的数值差异不显著。

钟玉娟等（2017）研究44个菜薹品种的Vc和可溶性

固形物等营养含量与硝酸盐积累的关系，发现硝酸

盐积累与营养指标呈显著负相关，降低硝酸盐含量

可改善菜薹的营养品质。【本研究切入点】目前，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对菜心品种进行营养品质分析的研究

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测定分析23个菜心

品种的营养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判定

其营养品质差异，探讨菜心营养品质评价方法，为菜

心的合理加工利用及新品种选育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菜心品种23个，其中早熟品种6个、中熟品

种9个、迟熟品种8个，各品种来源及熟性见表1。

1. 2 试验方法

田间试验在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花都基地

进行，室内试验在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环境

与农产品检测中心进行。各品种菜心2016年11月露

地直播于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花都试验基地。采

用随机区组排列设计，每小区面积1.8 m2，行播，株间

距约0.20 m×0.20 m，小区间行距约0.3 m。播前施

足底肥，菜心长出2~3片真叶后间苗，使每小区苗数

基本一致，常规田间管理。根据不同品种性状判定

采收时期，多数品种生长至齐口花期时采收，始收期

为2016年12月，至翌年1月底结束。

编号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品种 Variety
四九菜心-19
连州菜心

超靓王100天油青甜菜心
油绿701

无渣120天尖叶油青菜心（808）
澳洲超级701柳叶甜菜心
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

迟心4号
创美大种80天尖叶甜菜心
翠绿80天尖叶迟甜菜心

迟心2号
澳洲翠绿60天油青甜菜心皇

翠绿王80天油青甜菜心
金沙（碧园）

多芽90天尖叶甜菜心
M120油青甜菜心王

油绿80天
油绿802

名优408超冠甜菜心王
极品408甜菜心

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
油绿501
油绿702

来源 Source
广东广州
广东连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增城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广东广州

熟性 Maturity
早熟
迟熟
中熟
中熟
中熟
中熟
迟熟
迟熟
迟熟
中熟
迟熟
中熟
迟熟
中熟
迟熟
早熟
中熟
迟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早熟
中熟

表 1 参试菜心品种名称及熟性
Table 1 The variety and maturity of tested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materials

tional quality between 23 varieties of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can be conduct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 ac-

tual production，various nutritional quali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can be used as a judging ba-

sis in processing，and the differences can also be used in breeding for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variety.

Key words：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nutritional quality；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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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测定指标及方法

收获时测定形态指标、生物量、产量及营养品

质指标等。每品种选取15株独立植株，采用混合取

样法，将主薹部分洗净、晾干，放入榨汁机中捣碎匀

浆，用于测定营养品质指标。Vc、还原糖、粗蛋白、粗

纤维和干物质含量分别参照GB/T 5009.86—2003、

NY/T 1278—2007、GB 5009.5—2010、GB/T 5009.10—

2003和GB 5009.3—2010中的方法进行测定。

1. 4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AS 9.1.3和Graphpad Prism 6.0

进行统计及制图，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

中的最小距离法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营养品质分析结果

2. 1. 1 Vc 含量 23 个菜心品种的 Vc 含量为

46.17~83.01 mg/100 g（图1-A）。其中，四九菜心-19的

Vc含量最高（83.01 mg/100 g），约为油绿702（46.17

mg/100 g）的1.80倍，极显著高于连州菜心（66.67

mg/100 g）（P<0.01，下同），二者也极显著高于其他

品种；超靓王100天油青甜菜心（63.90 mg/100 g）、油

绿701（63.51 mg/100 g）和无渣120天尖叶油青菜心

（62.32 mg/100 g）的Vc含量差异不显著（P>0.05，下

同），但均极显著高于除四九菜心-19和连州菜心外

的其他18个品种。四九菜心-19和连州菜心等6个品

种（占参试品种数的26.09%）的Vc含量大于60.00

mg/100 g；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和迟心4号等13个品

种（占参试品种数的56.52%）的Vc含量为50.00~

60.00 mg/100 g；油绿 501和油绿 702等 4个品种

（占参试品种数的17.39%）的Vc含量为45.00~50.00

mg/100 g。说明大部分菜心品种的Vc含量集中在

50.00~60.00 mg/100 g，而早熟品种四九菜心-19和迟

熟品种连州菜心的Vc含量相对较高，迟熟品种增城

一号迟甜菜心王居中，中熟品种油绿702的Vc含量

最低。

2. 1. 2 还原糖含量 各菜心品种的还原糖含量为

0.67~2.37 g/100 g（图1-B）。其中，增城一号迟甜

菜心王的还原糖含量（2.37 g/100 g）最高，油绿802

（2.35 g/100 g）次之，二者差异不显著，但极显著高

于其他菜心品种，约为油绿701（0.67 g/100 g）、四九

菜心-19（0.69 g/100 g）和油绿501（0.70 g/100 g）的

3.00倍；M120油青甜菜心王和多芽90天尖叶甜菜心

等6个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26.09%）的还原糖含量

为1.50~2.00 g/100 g；超靓王100天油青甜菜心和极

品408甜菜心等10个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43.48%）

的还原糖含量为1.00~1.50 g/100 g；迟心4号、油绿

702和四九菜心 -19等5个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

21.74%）的还原糖含量为0.60~1.00 g/100 g。说明大

部分菜心品种的还原糖含量在1.00~1.50 g/100 g，而

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和油绿802的还原糖含量较高，

中熟品种油绿702和早熟品种四九菜心-19属于低还

原糖含量品种。

2. 1. 3 粗蛋白含量 各菜心品种的粗蛋白含量为

1.75~2.77 g/100 g（图1-C）。其中，四九菜心-19的粗

蛋白含量（2.77 g/100 g）最高，与名优408超冠甜菜

心王（2.70 g/100 g）差异不显著，但极显著高于其他

21个品种，约为油绿802（1.75 g/100 g）的1.60倍；严

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M120油青甜菜心王、连州

菜心、无渣120天尖叶油青菜心和多芽90天尖叶甜菜

心等5个品种的粗蛋白含量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

于极品408甜菜心（P<0.05，下同）；四九菜心-19和连

州菜心等7个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30.43%）的粗蛋

白含量为2.50~2.80 g/100 g；澳洲超级701柳叶甜菜

心和迟心4号等13个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56.52%）

的粗蛋白含量为2.00~2.50 g/100 g；油绿80天、迟心2

号和油绿802的粗蛋白含量低于2.00 g/100 g。说

明大部分供试菜心品种的粗蛋白含量在2.00~2.50

g/100 g，而早熟品种四九菜心-19和名优408超冠甜

菜心王的粗蛋白含量较高，迟熟品种油绿802和迟心

2号的粗蛋白含量较低。

2. 1. 4 粗纤维含量 各菜心品种的粗纤维含量为

0.61~0.91 g/100 g（图1-D）。其中，油绿802的粗纤维

含量最高（0.91 g/100 g），M120油青甜菜心王（0.90

g/100 g）和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0.87 g/100 g）的粗

纤维含量次之，三者极显著高于其他20个品种；

M120油青甜菜心王、油绿802和增城一号迟甜菜心

王等5个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21.74%）的粗纤维含

量大于0.80 g/100 g；迟心2号和四九菜心-19等10个

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43.48%）的粗纤维含量为

0.70~0.80 g/100 g；翠绿王80天油青甜菜心和澳洲超

级701柳叶甜菜心等8个品种（占参试品种数的

34.78%）的粗纤维含量低于0.70 g/100 g。说明M120

油青甜菜心王、油绿802和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等少

数菜心品种的粗纤维含量较高，其口感稍差，而迟心

2号和四九菜心-19等大部分菜心品种的粗纤维含量

较低，其化渣性较好。

2. 1. 5 干物质含量 各菜心品种的干物质含量为

5.79~8.50 g/100 g（图1-E）。其中，增城一号迟甜菜

心王的干物质含量（8.50 g/100 g）最高，极显著高于其

他品种；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7.65 g/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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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菜心品种的营养品质比较
Fig.1 Nutritional quality of different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varieties

图中品种编号与表1一致；图柱上不同大、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或显著（P<0.05）
The variety No. in the figure was consistent with Table 1；different uppercase letters on the bar represented extrem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1），

and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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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九菜心-19（7.55 g/100 g）的干物质含量较高，明

显高于除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外的其他20个品种；

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和四九菜心-19等8个品

种（占参试品种数的34.78%）的干物质含量为7.00~

8.00 g/100 g；油绿501和M120油青甜菜心王等14个

品种的干物质含量低于7.00 g/100 g。说明增城一

号迟甜菜心王、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和四九

菜心-19是干物质含量较高的菜心品种，即含有较多

有机物，可作为制备菜干的优质材料。

综上所述，四九菜心-19的Vc、粗蛋白和干物质

含量均较高，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的还原糖、干物质

和粗纤维含量较高，说明这两个品种的综合营养品

质较佳。

2. 2 主成分分析结果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3个菜心品种的Vc、还原

糖、粗蛋白、粗纤维和干物质等5种营养成分含量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前3个主成分的特征值较大，累计

方差贡献率达84.03%（表2），已能综合菜心营养品质

的大部分信息，连续斜率较大。因此，选取前3个主

成分作为供试菜心的主成分进行下一步分析。

由表3知，第一主成分（PC1）主要综合了还原糖

和粗纤维含量信息，呈正向分布，即在PC1坐标正向

数值越大还原糖和粗纤维含量越高，反映的是甜度

和质构信息，命名为甜度因子；第二主成分（PC2）主

要综合了Vc含量信息，命名为酸度因子，在PC2的正

向坐标上数值越大，Vc含量就越高；第三主成分

（PC3）主要综合了粗蛋白和干物质含量信息，命名

为营养因子，粗蛋白含量为正向指标，干物质含量为

负向指标，即在PC3正向坐标上粗蛋白含量越高，干

物质含量越低。

从对PC1和PC2的主成分分析得分情况（图2）可

看出，23个菜心品种可分为五大类，其中编号为1、7、

18和22的品种（四九菜心-19、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

油绿802和油绿501）各为一类，其他19个品种为一

类；编号2、3、7、19和21的品种（连州菜心、超靓王100

天油青甜菜心、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名优408超冠

甜菜心王和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依次落在

PC1和PC2的正向区间，说明这5个菜心品种（尤其是

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的还原糖和酸含量较高，相对

其他品种风味较浓，但粗纤维含量也偏高，会对化渣

性产生一定影响；编号为13、16、17和18的品种（翠绿

王80天油青甜菜心、M120油青甜菜心王、油绿80天

和油绿802）依次落在PC1与PC2的第四区间，说明其

还原糖含量较高、酸含量较低，属于较常见的中晚熟

菜心品种；编号为1、4、5、6和9的品种［四九菜心-19、

油绿701、无渣120天尖叶油青菜心（808）、澳洲超级

701柳叶甜菜心和创美大种80天尖叶甜菜心］分布在

PC1与PC2的第二区间，说明其甜度较小、Vc含量较

高，以四九菜心-19在PC2上得分最高。从图2还可看

出，编号为22和23的品种（油绿501和油绿702）的Vc

含量较接近，但在PC1上分布差异较明显，还原糖含

量低。

2. 3 聚类分析结果

从聚类分析结果可知，在类间距离=0.8时，23个

品种可分为四大类（图3）。其中，早熟品种四九菜

心-19自成第Ⅰ类，与图2中四九菜心-19位于第二区

间结果一致，主要表现为Vc含量较高；迟熟品种增

城一号迟甜菜心王为第Ⅱ类，与图2中迟熟品种增城

一号迟甜菜心王位于第一区间结果一致，主要表现

为还原糖、酸和纤维素含量较高；油绿802为第Ⅲ类，

与图2中油绿802位于第四区间结果一致，主要表现

为还原糖和纤维素含量较高，酸值较低；其余20个

品种聚为第Ⅳ类，综合营养品质表现一般。第Ⅳ类

群又可分为四个亚群：Ⅳ-1亚群包含15个品种，除编

号为20的品种（极品408甜菜心）为早熟品种外，其余

均为中和迟熟品种（分别为8和6个）；Ⅳ-2亚群包含2

个早熟品种；Ⅳ-3亚群包含2个品种，即早熟品种油

绿501和中熟品种油绿702；Ⅳ-4亚群为早熟品种

M120油青甜菜心王。

表 2 不同菜心品种营养成分主成分的总方差贡献率
Table 2 Total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of principal compo-
nent analysis for nutritional components among different Chi-
nese flowering cabbage varieties

主成分
Principal
component
第一主成分（PC1）
第二主成分（PC2）
第三主成分（PC3）
第四主成分（PC4）
第五主成分（PC5）

特征值
Eigenvalue

1.85
1.46
0.88
0.56
0.23

累积方差贡献率（%）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37.07
66.37
84.03
95.33

100.00

表 3 不同菜心品种营养品质主成分分析旋转后各成分的
荷载矩阵
Table 3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or nutritional components among different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varieties

变量 Variable
Vc含量 Vc content
还原糖含量 Reducing sugar content
粗蛋白含量 Crude protein content
粗纤维含量 Coarse fiber content
干物质含量 Dry mass content

PC1
-0.04
0.66
-0.09
0.63
0.39

PC2
0.72
-0.12
0.56
0.01
0.39

PC3
-0.16
0.21
0.69
0.25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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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菜心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及微量元素，尤其以维

生素含量更丰富，而Vc、还原糖、粗蛋白、粗纤维和

干物质含量是衡量其品质的重要指标（欧壮喆等，

2008；杜志炜等，2009；宋世威等，2011；张晓艳等，

2015）。本研究中不同菜心品种的5种营养品质差异

较明显，其中，早熟品种四九菜心-19的粗蛋白和Vc

含量最高，还原糖和粗纤维含量较低，综合营养品质

较佳；迟熟品种油绿802的还原糖和粗纤维含量较

高，粗蛋白含量较低；迟熟品种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

的还原糖和干物质含量最高，粗纤维和Vc含量居

中，综合营养品质好；参试的23个菜心品种中，大部

图 3 不同菜心品种营养品质的聚类分析结果
Fig.3 Cluster analysis based on nutritional components of different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varieties

1. 四九菜心-19
2. 连州菜心

3. 超靓王100天油青甜菜心
5. 无渣120天尖叶油青菜心（808）

6. 澳洲超级701柳叶甜菜心
9. 创美大种80天尖叶甜菜心

10. 翠绿80天尖叶迟甜菜心
12. 澳洲翠绿60天油青甜菜心皇

14. 金沙（碧园）
15. 多芽90天尖叶甜菜心

20. 极品408甜菜心
4. 油绿701
8. 迟心4号

11. 迟心2号
13. 翠绿王80天油青甜菜心

17. 油绿80天
19. 名优408超冠甜菜心王

21. 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
22. 油绿501
23. 油绿702

16. M120油青甜菜心王
18. 油绿802

7. 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分中熟品种的还原糖含量居中，早熟品种的还原糖

含量较低，迟熟品种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的还原糖

含量最高，与张晓艳等（2015）的研究结果相似；增城

一号迟甜菜心王、严选特靓A50油绿甜菜心王和四

九菜心-19的干物质含量较高，具有作为制备菜干优

质材料的潜力。因此，生产上可根据菜心的不同营

养功能选择菜心品种。

采用主成分得分图开展品种和品质指标研究

已应用于多种园艺作物（Cecilia et al.，2007；Ankit

et al.，2011；公丽艳等，2014）。本研究将主成分分析

法应用于菜心各主成分与营养品质指标与品种间的

关系分析，可进一步确定迟熟品种增城一号迟甜菜

心王的还原糖、酸和粗纤维含量较高，但风味较其他

品种浓，综合营养品质好；早熟品种四九菜心-19的

Vc和粗蛋白含量较高，营养品质较佳，与赵磊等

（2010）、钟玉娟等（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在实际

生产中，如需选育还原糖和Vc含量较高、口感风味

较浓厚的菜心品种，可在PC1与PC2得分图第一区间

选择相应的品种；如需选育营养成分较高的菜心品

种，可在PC1和PC2得分图第二区间选择相应的品

种，再进行杂交培育。

本研究中，通过主成分分析可将23个菜心品种

聚为五大类，四九菜心-19、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油

绿802和油绿501各为一类，其他19个品种聚为一类。

随后的最小距离法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四九菜心-

19、增城一号迟甜菜心王和油绿802分别各聚为一

图 2 不同菜心品种营养品质主成分分析的PC1与PC2得分
情况

Fig.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cores for nutritional com-
ponents among different Chinese flowering cabbage va-
rieties on PC1 and P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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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其余品种聚为第Ⅳ类，即与主成分分析结果基本

一致，且能良好地与菜心品种的熟性相对应。但不

同品种蔬菜的营养品质差异明显，仍需进一步探究

其系统、全面的营养价值评价方法。

4 结论

基于主成分分析可判定23个菜心品种的营养

品质差异，生产上可根据菜心的不同营养品质和功

能进行加工利用，或将这些差异作为品种选育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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